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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陸軍後訓中心攜手育達科大 培育國軍
跨域人才創造雙贏

2	校慶旅展月開跑  眾多好康等你拿

3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短期境外生歡送餐
會 溫馨熱絡

4	日本藝術祭選拔賽 時尚系張蕊臣獲出
國決賽門票

【本報訊】教育部為鼓勵大專校院教
師使用ODF開放文件格式軟體作為教育
應用工具特舉辦「全國大專校院 ODF-
CNS15251 推動競賽」並於9月27日舉
行頒獎典禮，育達科技大學物聯網工
程與應用學士學位學程劉千鳳助理教
授在52位參賽教師中以優異推動成果
獲得第三名肯定，黃榮鵬校長也特別
接見表揚，對於劉老師致力推動ODF軟
體的傑出表現表達讚許及肯定之意。

此競賽由教育部指導中華民國大
專校院資訊服務協會 (ISAC)所規劃執
行，108年競賽報名全國共52位教師
參賽，經歷多位專業評審的初審與決
審的嚴謹評選，劉千鳳老師自眾多參
賽教師中脫穎而出，榮獲第三名的佳
績。

政府推動ODF-CNS15251文件標準
格式為行政院重要政策之一，期能扎
根基礎教育與學研領域，營造友善文
件流通環境，落實文件以ODF文件格
式流通保存。育達科大配合政府及教
育部政策，自105年起參與ODF推動工
作，從學校網站、學校電腦、資訊系
統、電子公文等陸續加入推動項目。
並於108年配合鼓勵大專校院教師使用

ODF開放文件格式軟體作為教育應用工
具，同時鼓勵學生繳交作業以ODF開放
文件格式為主，以扎根基礎教育與學
研領域。

劉千鳳老師表示，配合教育部及學
校推動ODF開放文件流通，責無旁貸，
因此不但精心設計ODF格式教材，並且
在課堂中積極指導學生使用編輯ODF文
件。此次動員物聯網學程及資管系所
有參與課程的學生，投入ODF格式文件
製作及編修，持續整個學期不間斷，
107學年第2學期累積共完成838個檔
案，內容涵蓋libre office的6種格式，以
豐碩之成果參與競賽。

黃榮鵬校長也特別接見劉千鳳老
師，對於她第一次參賽就勇奪佳績表
達嘉許及肯定。黃校長說，教育部鼓
勵大專校院教師使用ODF開放文件格式
軟體作為教育應用工具，劉老師率先
響應並具體實行，進而參加全國推動
競賽。初賽、決賽一路過關斬將勇奪
第三名並獲得一萬元獎金，希望劉老
師此次得獎可以在本校教學環境上起
示範作用，讓ODF扎根基礎教育與學研
領域，營造本校友善文件流通環境。

【本報訊】苗栗縣榮民服務處為協助國軍退
除役官士兵再進修及順利就業，10月1日徐
偉光處長率團拜會育達科技大學黃榮鵬校
長，雙方商討兩單位未來合作就學、職訓補
助等事宜。

徐偉光處長指出，目前服役4年以上至9年
以下，屬於第二類的退役士官兵，大部分都
是高職學歷，為了讓這些退役軍人退伍後能
無縫接軌社會與職場，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特別規劃與各大專院校合作，編列就
學的補助經費，讓這群符合資格的對象，能

繼續升學完成大學學位。
退輔會在服務榮民的政策上已放寬標準，

特別針對第二類的退役士官兵給予大幅補
助，就讀大學每學期可領3至5萬元補助，在
學期間成績優異者，更擇優每學期家發1萬
元獎學金。此外，就讀推廣教育班及研究所
推廣教育學分班等，最高亦有12萬元的學雜
費補助。

徐處長強調，育達科大今年通過了勞動部
TTQS銅牌認證，在職訓多元需求上為退除
役官兵提供了另一扇職訓大門可以選擇，訓

後不僅可以向榮服處
每年申請2次補助，
金額最高更可達12萬
元，是苗栗縣退除役
榮民弟兄就學職訓的
最佳選擇。

黃 校 長 表 示 ， 育
達科大榮獲勞動部人
才 發 展 品 質 管 理 系
統TTQS「銅牌」證
書，爾後亦會持續配
合 政 府 產 業 升 級 目
標，辦理量多質精的
課程，以滿足苗栗在
地退除役官兵職訓需
求。

【本報訊】為拓展官兵多元進修
管道，陸軍後勤訓練中心10月
14日與育達科技大學簽訂策略聯
盟，未來將由育達科大在營區內
開設行銷與流通管理系教學點，
辦理在職進修學程等課程。透過
雙方合作，整合國軍與學校資
源，讓官兵在部隊服務時，能兼
顧個人學業與職涯進修，以提升

國軍人力素質及競爭力。
簽署儀式在雙方重要幹部及

主官見證下，由指揮官洪金順少
將、育達科大校長黃榮鵬代表簽
署。黃校長除對此次締結策略聯
盟感到高興外，並相信不管對國
軍或學校都是成長的第一步，透
過簽訂策略聯盟，建立育達科大
與國軍人才培育平台。學校擁有

與後勤官科相互對接的科系，在
豐沛的教學資源與研發能量下，
育達將成為國軍最有力的支持。
此外，也鼓勵學生畢業後能投效
軍旅，達到就業及就學雙軌並
行，實現個人抱負。

後訓中心洪指揮官指出，國
防部近年來鼓勵國軍志願役同仁
進修，希望可以藉由部隊、學校

資源共享，為官兵開創優質、便
利的學習管道，提升人員素質，
進而培育高素質人才。同時提供

學子們投身軍旅的機會，共創雙
贏。

陸軍後訓中心攜手育達科大 培育國軍跨域人才創造雙贏

苗栗榮服處拜會本校黃校長

商討未來就學、職訓合作事宜

教育部ODF-CNS15251推動競賽
物聯網劉千鳳獲全國第三名肯定

▲▲陸軍後勤訓練中心10月14日與育達科技大學簽訂
策略聯盟，未來將由育達科大在營區內開設行銷與
流通管理系教學點，辦理在職進修學程等課程。

▲▲龍清勇主任秘書(左)向洪指揮官介紹時尚系教學成果。 ▲▲後訓中心洪指揮官率一級主管與本校黃校長及同仁合影。

▲▲苗栗縣榮民服務處處長徐偉光（左4）與育達科技大學黃榮鵬校長
（右3）雙方針對國軍退除役官士兵求學與就業管道交換意見。

▲▲育達科大黃榮鵬校長(左3)特別接見表揚，並與王榮祖
副校長(右2)科技創新學院張毓騰副院長(左2)物聯網學▲
程葉律佐主任(右)及公共事務中心陳進喜主任(左)合影。

▲▲劉千鳳助理教授獲
「全國大專校院▲ODF▲
-CNS15251▲推動競
賽」第三名肯定。

▲▲黃校長向徐處長介紹本校新設立的品酒教
室。

▲▲推廣教育中心李永裕主任(右)向徐處長介紹
本校照服員考試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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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2019台中美容化妝
品大展」10月18日在台中世貿
中心登場，主辦單位特別邀請中
部6所院校美容系所登台走秀，
展現教學成果，育達科大時尚造
型設計系也獲邀參加，並擔綱
「Vishnu」及「日爰」兩組走秀演
出，同學們在現場展現變妝表演
及妝髮變化，除了呈現本校時尚
系在整體造型能力上的卓越外，
觀眾反應也非常熱烈。

本校展演內容包含現場彩妝
操作及模特走秀，其中由模特兒
配合時尚系沈庭誼、彭翎芳、陳
冠傑、蕭雅欣同學擔任技術者之
現場定妝表演。走秀橋段分為
「Vishnu」及「日爰」兩組，服
裝的打版及製程皆由學生親自完

成。
「Vishnu」走秀由時尚系沈庭

誼、彭翎芳、陳珮萱、郭澐、劉
上棻同學以阿凡達電影作為設計
主軸；「日爰」則是由陳冠傑、
杜佩臻、蕭雅欣同學以白色象徵
純淨地球因暖化問題而染上汙濁
色塊為設計理念，服裝由時尚系
盧玉華老師做技術指導並結合學
生大量的創意及版型變化、拆
解，而整體造型上則由馬惠君老
師指導。

美容展除了展售產品，也提供
中部各大專院校美容相關科系平
台，展現美容教學成果與交流。
育達科大時尚系馬惠君老師表
示，整體造型從服裝、配飾及展
演規劃都是系上所學，學生將四

年所學分享給現場觀眾，加上現
場對比性的主題設計及整體造型
強眼，充分展現本校時尚系的創
意與設計元素。相信同學可以透
過參與這次的展演活動，熟練彩
妝實務與舞台經驗，同時也是與
他校及學界互相交流好時機，以
此培養專業多元時尚領域人才。 

【社工系鄭素琴報導】108年
慶祝雙十國慶的重頭戲之一，
全臺灣的國慶主題花車在總統
府前表演及遊行。本校行銷系
校友王靖鈞所創立的「吼創意
有限公司」，受委託製作遊行
花車，王靖鈞與當年輔導他創
業的鄭素琴老師也一起受邀遊
行，展現我育達、我驕傲!

王靖鈞校友的創作團隊以
「培力新住民 邁向全世界」
為主題，設計一艘以大船，船
中央的巨型蜂巢與可愛的小蜜
蜂，象徵這塊寶島是適合各國
新住民深耕築巢的好地方，並
以船上載著來自世界各地的新
住民，移居臺灣落地生根，展
現乘風破浪並與國際接軌的目
標，製作內政部移民署花車。
另一台受託製作的是台灣首廟
天壇(天公廟)的花車，以「龍
騰盛世 台灣躍升」為主題，展
現立足台灣連接世界之精神。

校友王靖鈞表示，自己在完
成碩士學位後，即規劃創業並

選擇進駐育達科技大學育成中
心。創業初期資金壓力大，在
創業輔導的社工系鄭素琴老師
之指導下，參加教育部98年度
U-start創新創業計畫，順利地
獲得100萬的獎金。一路走來
非常感謝母校育達科大與鄭素
琴老師。

鄭素琴老師表示，校友王靖
鈞在校期間表現優異，除了擔
任親善大使團的團長外，學業

成 績 也 很 優
秀。對於這次
能加入工作團
隊並參加台灣
首 廟 天 壇 ( 天
公 廟 ) 的 花 車
遊行，感到與
有榮焉。

【本報訊】11月23日是育達科大
20周年的校慶，休閒事業管理系
於10月9日與雄獅旅遊共同舉辦
「校慶旅展月」活動起跑，即日
起在活動期間推出全球多種在寒
假春節的旅遊商品，另外只要是
育達科大的師生報名皆享有特定
的優惠。

王榮祖副校長在致詞時表示，
很開心能夠跟雄獅合作，也非常
感謝雄獅在校慶之前能夠來合辦
有如此多優惠的活動。另外也提
到了古代人們經常說的弱冠之年
指的是男子20歲，而在弱冠之年
後就代表了獨立，今年是育達科

大20周年的校慶，也剛好與同學
們一樣都正值弱冠之年，希望大
家可以一起來參與這次活動。

雄獅旅遊侯玉珍副總致詞時表
示，很高興能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的蔡宗保老師一起規劃這次的活
動，由於在11月初也有為期四天
的ITF國際旅展，這次學校的校

慶旅展月從10/9~11/23為期比國
際旅展更久，所以推出了很多優
惠的商品，包含前往釜山的Costa 
Venezia 歌詩達威尼斯郵輪及往鹿
兒島的世界夢號郵輪均有1500元
的折價優惠，另外短程線的商品
還有700元的優惠，長程線商品
也有再折1200元，希望大家能一

起在校內宣傳，也祝活動成功順
利。

休閒事業管理系邱文頊主任也
代表系上致詞，並歡迎全校師生
前往實習旅行社櫃檯詢問旅遊行
程，邱主任特別強調這次與雄獅
旅行社合作推出的行程都非常有
吸引力，像泰國六日7888元我都

覺得心動了!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把
握校慶旅展月的優惠，也希望實
習旅行社可以越做越好。

108學年實習旅行社地點一樣在
綜合大樓一樓的櫃台，服務時間
是每週二、三的中午12:20~13:10 
(期中與期末考期間暫停)，請全校
師生多加利用。

【餐旅系王耀武報導】本校餐旅
經營系為了在11月26日舉行的
「台灣旅館節全國旅館盃餐旅服
務競賽」托盤與整床競技中拔
得頭籌，於10月23日辦理2019
「育達餐旅經營系托盤暨整床競
賽」，比賽項目分為「托盤」、
「整床」兩項，共有餐旅系24位
同學報名參加，經過激烈競技後
選拔各2隊，報名參加校外競賽，
藉此與旅遊業界、學術界相互切
磋交流，除了發掘多元技術的學
習外，並拓展人際關係與視野。

今年（2019）整床競賽兩人
為一組，競賽評分依儀態儀容、
整床速度及美觀平整、安全與衛
生及完成時間等項目進行評比。
包含保潔墊、床單、羽毛被/套、
枕頭/套等的鋪設，過程中注意衛
生、勿職業傷害、最具賣像的目
標在最短時內完成整床動作。而
托盤競賽也是兩人為一組，除了
比速度、專業、安全與衛生外，
還有餐旅服務業最重要的儀態與

笑容的展現。
觀光餐旅學院院長兼餐旅系主

任吳菊表示，本次競賽活動主要
是為了提升同學們的實戰經驗與
團隊合作默契外，更凝聚同學們
的情感與向心力，也藉由此次比
賽充分瞭解活動賽程的規定。透
過校內競賽活動選拔出來各兩隊
選手，近期加以集訓，希冀能代
表學校參加今年南投縣政府舉辦
的2019年「台灣旅館節全國旅館
盃餐旅服務競賽」爭取佳績。 

校慶旅展月開跑  眾多好康等你拿

▲▲王榮祖副校長主持開幕式。

▲▲雄獅旅遊侯玉珍副總致詞。▲▲育達科大黃榮鵬校長(左6)與雄獅旅遊侯玉珍副總(右7)一同宣布校慶旅展月起跑。

餐旅系辦托盤、整床競賽 培養餐旅業界之星

台中美容化妝品展登場 6院校彩妝爭豔

王靖鈞校友創業有成 
國慶展演光榮吾校

▲▲吳菊(右2)院長頒發優選同學並與同學們合影。

▲▲吳院長在旁叮嚀同學操作注意事項。 ▲▲參加托盤項目的同學認真的練習，希望可
以爭取代表學校參賽的機會。

▲▲吼創意有限公司負責人王靖
鈞校友(右)與本校鄭素琴老
師合影。

▲▲王靖鈞校友的創作團隊以「培力新住民▲邁向全世界」為主題設計
內政部移民署花車。

▲▲時尚系沈庭誼、彭翎芳、陳冠
傑、蕭雅欣同學擔任技術者之現
場定妝表演。

▲▲「Vishnu」走秀服飾由時尚系同
學以阿凡達電影作為設計主軸。

▲▲時尚系馬惠君老師(左2)介紹現場彩妝操作及模特兒走秀參演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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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本校108學年第1學期短期「境外生
接待家庭歡送餐會」10月3日於綜合大樓225
室舉行，此次活動有10位接待老師與21位遵義
職業技術學院境外生出席，林建宏國際長、海
外專班陳建民主任與國際與兩岸交流合作處的
陳娟玫主任等師長也撥冗共襄盛舉，現場氣氛
溫馨熱絡，為境外生短期研修生活畫下圓滿句
點。

林國際長致詞時表示，感謝本校教職員踴躍
申請擔任接待家庭，提供境外生適切的接待與
關懷，讓這些遠道而來的同學們能安心就學，
雙方也因而建立濃厚感情。

林國際長致詞勉勵後，緊接著是由海外專班
陳建民主任頒發將於10月5日返回大陸的10位
研修生研修證書，同學們接到證書的同時，完
成研修的成就感與喜悅不言而喻。

在頒證儀式後，同學們和接待家庭老師們
一起享用國際處精心準備的苗栗在地美食，在
用餐與話家常之餘，大家最後互道祝福並且期
勉，期待下次再相見。

【學務處范純菁報導】苗栗市公
所為了讓客家糊龍技藝傳承向
下紮根，於108年10至12月辦理
「糊龍研習營」。育達科大社團
學生於10月21日上午參加「糊龍
研習營」啟動祭儀，由苗栗市長
邱鎮軍帶領著公所同仁以及參與
糊龍的學員們，於貓裏客家學苑
旁的土地公廟上疏文祈福，再將
玉清宮所祈求的平安符過爐，並
張貼在研習教室入口處，隨後由
市長邱鎮軍奉糊龍工具給賴文雄
糊龍師傅，開始示範及指導學生
剖竹篾等技巧。

市長邱鎮軍對學員期勉，糊
龍過程一定要遵守傳統的規矩及
禮儀，希望學員可以藉著學習的
過程，瞭解糊龍工藝之美，也讓
客家火旁龍透過年輕學子的師法傳
承，成為苗栗火旁龍活動推向國際
的種子，在世界各地萌芽。

糊龍研習營特別邀請30年糊
龍經驗的神龍館館長—賴文雄師
傅，曾於民國100年時擔綱「百
節長龍」製作，糊龍技藝純熟
精煉，未來將帶領學生糊製九節
龍，並透過舞龍的課程，讓學生
糊製的九節龍能活靈活現，並參
與明年2月的火旁龍系列活動。

今年育達科大學生們都是
第一次參加此活動，對於能親
自參與客家傳統文化，學生感
到非常開心。越南籍學生也一
同參與當日活動，餐旅系二年
級阮氏懷舒同學表示，來到台
灣到很多活動都有興趣，第一
次參加糊龍研習，看到現在有
已完成和未完成的龍，覺得很
興奮，未來有機會能和大家一
起完成一條龍，是很難得的經
驗。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短期境外生歡送餐會 溫馨熱絡

2020苗栗火旁龍「糊龍研習營」啟動祭儀

▲▲陳建民海外專班主任致詞。

▲▲陳建民海外專班主任頒發研修證書後與同學們合影。

▲▲陳主任一一頒發結業同學證書。

▲▲學生體驗竹子編織。

▲

▲邱市長奉糊龍工具給賴文雄
糊龍師傅及學生代表。

學務處「拒毒/反詐騙/援交/交通安全」宣導
為防止學生遭受不當欺詐，做出違法情事，提醒學生注
意歹徒慣用及熟悉技倆，避免造成社會不安及財物損
失，本校日前邀請苗栗縣警察局警官湯明儒蒞校實施校
園安全-「拒毒/反詐騙/援交/交通安全」宣導，以維生命
財產安全，保障學生權益，並落實法治相關法規知能，
避免肇生違法事件。

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活動
本校結合行政院於「國家
防災日」模擬大規模地震
發生時，啟動我國各震災
系統運作，同時配合教育
部全國師生同步實施「一
分鐘地震避難掩護演練動
作(趴下、掩護、穩住）抗
震保命三步驟」，熟悉地
震避難動作要領，提昇地
震災害應變處理能力，俾
利做好全面防震準備，有
效減低災損，維護校園及
師生安全。

廣秀森林幼兒園國慶遊行活動
本校附設廣秀森林幼兒園為了在日常生活中灌輸孩子愛
國、愛家理念，自去年起，即辦理國慶校園遊行活動，
由老師先帶
領孩子美勞
製作國旗，
再由全體老
師以整齊的
隊伍在校園
中漫步，讓
校園充滿濃
濃的國慶喜
氣。

數位樂齡健身中心受電視台訪問
本校於9月25日舉行苗
栗縣內首座數位樂齡健
身中心，在苗栗地區掀
起轟動，各界媒體紛紛
前來採訪報導，大苗栗
新聞台也於10月9日蒞
校採訪樂齡大學長輩授
課實況。

時尚系沈庭誼、陳珮萱出賽2019OMC世界盃錦標賽  
為國爭光
沈庭誼(右2)與陳珮萱(左2)在楊昌鎮老師(右)的指導下，於5月通過THBA
國手選拔賽取得國手資格，並於9月14至15日赴法國巴黎與來自50多國，
一千多位好手較勁，最後在青年組的菁英晚宴、菁英新娘髮型與菁英新娘
髮型類獲得團體賽第二名、個人賽第五名的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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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育達科大休閒事業管
理系為慶祝教師節，並感謝教師
一年來的辛勞，10月16日下午，
在本校管219教室舉辦「休」揪放
鬆，瓜緊來-按摩減壓服務活動，
除了讓學生動手實作，增進實務
能力，也期盼透過運動按摩減輕
教職員肩頸痠痛，提高工作效
率，吸引不少人來「鬆」一下！

邱文頊老師表示，休管系藉
教師節敬師活動，讓學生練習運
動按摩的基本手法與技巧，如輕

擦、揉捏、壓搓、扣打、振動
法等，可應用在身體的保健與
舒解運動後疲勞，按摩時要特
別注意避開頸動脈，因為擔心
有些教師同仁的血管比較脆，
會有危險。

這次活動吸引許多教職員來
按摩「放鬆」筋骨。同學們不
只有「好手藝」，還會親切招
呼師長們，並在按摩過程中不
斷探詢力道是否過大或過小，
服務的熱誠深獲肯定。

【本報訊】第69回日本藝術祭國
際競賽台灣區選拔賽9月10日在弘
光科大舉行，總共有來自全國11

所大專校院、百餘位好手爭取到
日本決賽的門票，育達科大時尚
系張蕊臣同學勇奪「長髮包頭造

型組」第一名，獲得東京來回機
票，將代表台灣赴日參賽，期望
將68回的最高榮譽「古董獎盃」

繼續留在育達。
第一次參加比賽的張蕊臣說，

包頭現場30分鐘要完成的項目，
平常計時手就一直抖，現場比賽
旁邊都是圍觀的人手更抖，很意
外我會得第一名，還能出國比
賽，我會好好珍惜這次的機會，

享受比賽及過程。
以第一名之姿拿下參賽資格的

蕊臣表示，非常感謝楊昌鎮老師
與學校每位老師的支持及認同，
仍繼續充實自己本職學能，準備
前往日本東京吸收更多經驗與專
業技術。

日本藝術祭選拔賽 時尚系張蕊臣獲出國決賽門票

▲▲時尚系張蕊臣同學勇奪「長髮
包頭造型組」第一名。

▲▲時尚系張蕊臣同學專心比賽實況。▲▲王榮鵬校長(左2)特別接見張蕊臣，並預祝日本決賽抱回佳績。

【本報訊】一年一度的「育達
盃」羽球賽於10月14日至10月
17日於學生活動中心舉辦一連3
天的賽程，分別舉辦男子單打、
女子單打及男女混雙等賽事項
目，吸引各路好手爭相參加，最
後比賽的結果男子單打第一名由
休運系6A黃文良奪得；女子單打
金牌由社工系1A劉珈彣獲得；男
女混雙則是由休運系4A陳大衛與
休管系2A吳芊儒勝出。

育達學生事務處胡英麟學務
長表示，羽毛球運動是適合於男
女老幼活動，是一種全身運動項

目，能促進青少年增長身高及培養
青少年自信，勇敢，果斷等優良的
心裡素質，亦可培養不畏困難，不
怕吃苦，不甘落後的品質，希望透
過本次的競賽活動，鼓勵全校師生
養成運動習慣，鍛鍊強健的體能，
提昇生活素質。

今年的參賽隊伍計有男子單打
31人、女子單打11人及混合雙打6
隊，雖然女子單打及混和雙打隊伍
數偏少，但在主辦方採用種子賽程
及循環賽程下，競爭相對競爭，更
能夠激發學生對戰能力。

經過一番激烈的廝殺後，17日晚

上各組計有4支隊伍搶進複賽繼續
爭奪獎牌，男子單打休運系黃文良
同學藉著優異的球技抱走冠軍獎牌
休管系侯權哲同學獲亞軍獎牌、休
運系吳皓翔同學獲銅牌。女子單
打由社工系劉珈彣同學抱走冠軍獎
牌、休運系黃宇萱同學獲亞軍獎
牌、休運系湯雅綺同學獲銅牌；混
雙中各加油團使出全力，讓比賽熱
鬧非凡，最後由休運系陳大衛同學
與休管系吳芊儒同學獲冠軍、休運
系謝義吉同學與餐旅系吳京庭同學
獲亞軍、休運系余凱振同學與社工
系張惠如同學獲銅牌。

育達盃羽球賽 休運兩金二銀三銅最大贏家

【學務處曾秀蘭報導】育
達科大為了讓學校原住民
族學生更認識部落文化，
於10月5至6日舉辦原住
民文化研習暨服務學習活
動，並以「永續生態教
學」概念所設計的體驗課
程，著重與在地朋友互
動，並且在體驗過程中，
透過服務學習，真實地與
地方文化進行交流。

參與活動的原住民服務社呂彩
綾社長說，每個部落都有屬於自
己的美麗傳說，隱身於叢山峻嶺
間的雙龍部落，與達瑪巒部落隔
著濁水溪相望，由雙龍橋溝通兩
地。部落隨處可見布農族圖騰、
生活雕像與石板屋，呈現出布農
族原住民的部落文化風貌，其中
最特別的是一面一面的故事牆繪
製在馬路牆上，凝聽長老看圖說
故事，故事內容主要還是希望部
落的孩子從小能夠養成誠信、知
足與感恩，永遠不要忘記老祖先
的諄諄教誨。

本次研習安排原住民手工創
意課程，讓學生學習傳統技藝，
以創意的方式提升學生對原住民

文化的認識及興趣，進而達到推
廣原住民族的多元文化與文化創
新。同學們自己純手工DIY祈福竹
杯、竹筷，這二天都是拿著自己
做的竹筷吃飯，竹杯喝水，超級
環保又健康。

布農族八部合音是目前世界
上獨一無二的和音方式，達瑪巒
文化藝術團集合部落內老、中、
青三代的族人，以自然、傳統及
創新的方式演藝布農族傳統祭
儀歌謠與舞蹈，欣賞著「原」汁
「原」味的布農族傳統的文化表
演、狩獵文化與八部合音等等表
演，同學們也在族人的帶領下一
起跳傳統舞蹈，為這次活動畫下
完美句點。

「原」汁「原」文化研習
原民社服務學習體驗

▲▲布農族服飾認識與體驗活動。 ▲▲呂彩綾社長(中)與原民
社同學體驗搗麻糬。

▲▲同學們與原住民共舞。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男子單打 休運系6A黃文良 休管系3A侯權哲 休運系3A吳皓翔

女子單打 社工系1A劉珈彣 休運系2A黃宇萱 休運系1A湯雅綺

男女混雙
休運系4A陳大衛
休管系2A吳芊儒

休運系4B謝義吉
餐旅系2A吳京庭

休運系4B余凱振
社工系1A張惠如

▲▲在按摩過程中不斷探詢力道是否過
大或過小，服務的熱誠深獲肯定。

「休」揪放鬆 休管系為教職員按摩減壓

▲▲同學們熱情邀約，師長們也踴躍參加活動。▲▲「休」揪放鬆，瓜緊來-按摩減壓服務活動，期盼
透過運動按摩減輕教職員肩頸痠痛。

▲▲姜副學務長頒發女子單打獎項予獲
勝同學

▲▲姜副學務長頒發男女混和雙打獎項
予獲勝同學

▲▲姜副學務長頒發男子單打獎
項予獲勝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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